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54/4/3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0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授课时间：周三(5-7) /1-18 周 授课地点：7B-405 

授课对象：2016土木 3、4班 

开课院系：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数学与数据科学系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吴志锋/讲师 

联系电话：15112894214 Email: whutxxz@163.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每次发放作业

时，课前采用集中讲解方式；3.课程结束后和教学前安排集中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使用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张忠志等编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教学参考资料：（1）盛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2）吴赣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 

课程简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数学学科。它是一门必修的基础

课，是学习专业课、基础专业课以及研究生课程等后续课程的必要基础，也是参加社会生产、日常生

活和工作的必要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在经济、管理、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它在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和提高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发挥着特有的

作用，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有积极的作用。 

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达到以下目标 

1. 使学生获得（1）随机事件和概率；（2）随机变量及其分

布；（3）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4）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5）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6）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7）

参数估计；（8）假设检验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

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随机

数学基础，同时让学生初步接触到概率方法和统计工具在经济、

社会、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应用，提高他们对数学以及其专业的

学习兴趣，为后继课程提供必须的基础数学知识。（目标层次：

综合） 

2.传授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逐步提高学生的数

学素养、数学思维能力和应用数学的能力。（目标层次：理解、

运用、分析） 

3.逐步培养学生的基本运算能力、自学能力、抽象概括问题

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目标层次：运用、分析） 

4.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目标层次：运用、综合、评价）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 

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具有运用数学、物

理学、化学及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和土木工程专业知识的能力； 

核心能力 2. 具有发现、表达、

分析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并得出有

效结论的能力； 

核心能力 3. 具有针对复杂土

木工程问题开展分析、设计，提出

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核心能力 4. 具有通过实验设

计与实施、数据分析与解释、信息

综合等科学方法，研究复杂土木工

程问题并获得合理有效结论的能

力；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核心能力 7． 

□核心能力 8．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2 

第一部分、

随 机 事 件

和概率 

7 

重点：事件的关系与运算，完备

事件组，概率的概念，概率的基

本性质，古典型概率，几何型概

率，条件概率，概率的基本公式，

事件的独立性，独立重复试验。 

难点：条件概率，概率的基本公

式，事件的独立性 

课堂讲授 

P25-26  习题 

1.2,1.8,1.10,1.11, 

1.131.11,1.19,1.24, 

1.25 

3，4 

第 二 部 分

随 机 变 量

及其分布 

8 

重点：1.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理

解分布函数的概念及性质，会计

算与随机变量相联系的事件的概

率 2.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概

率分布的概念，掌握 0-1 分布、二

项分布、几何分布、超几何分布、

泊松（Poisson）分布及其应用 3.

了解泊松定理的结论和应用条

件，会用泊松分布近似表示二项

分布 4.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

概率密度的概念，掌握均匀分布、

正态分布、指数分布及其应用 5.

会求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难点：计算与随机变量相联系的

事件的概率；二项分布、泊松

（Poisson）分布及其应用；正态

分布、指数分布及其应用； 

课堂讲授 

P49-52  习题 

2.4,2.5,2.8,2.11, 

2.12，2.14,2.16,2.18, 

2.20,2.21,2.25,2.26, 

2.32 

5,6 
第 三 部 分

随机向量 
8 

  重点：1.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分布、边缘分布和条件分

布，理解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

概率密度、边缘密度和条件密度，

会求与二维随机变量相关事件的

概率 2 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及不相

关性的概念，掌握随机变量相互

独立的条件 3.二维正态分布的概

率密度，理解其中参数的概率意

义 4.会求两个随机变量简单函数

的分布，会求多个相互独立随机

变量简单函数的分布 

难点：.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

课堂讲授 

P82-86 习题 

3.3,3.5,3.7,3.10, 

3.13，3.18,3.19，3.20, 

3.24,3.26 



的概率分布、边缘分布和条件分

布，理解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

概率密度、边缘密度和条件密度；

随机变量求两个随机变量简单函

数的分布，求多个相互独立随机

变量简单函数的分布 

7,8

，9，

10 

第 四 部 分

随 机 变 量

的 数 字 特

征 

11 

  重点 1.随机变量数字特征（数

学期望、方差、标准差、矩、协

方差、相关系数）的概念，会运

用数字特征的基本性质，掌握常

用分布的数字特征 2 切比雪夫大

数定律、伯努利大数定律和辛钦

大数定律（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

序列的大数定律） 

难点：数学期望、方差、标

准差、矩、协方差、相关系数 

课堂讲授 

P115-119 习题 

4.6,4.9,4.11,4.12， 

4.15,4.16，4.22，4.24, 

4.25,4.27 

11，

12 

第 五 部 分

数 理 统 计

的 基 本 概

念 

6 

  重点：1.总体、简单随机样本、

统计量、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及

样本矩的概念 2.了解卡方分布、T

分布和 F 分布的概念及性质，了

解上侧分位数的概念并会查表计

算 3.了解正态总体的常用抽样分

布 

   难点：统计量，卡方分布、T

分布和 F 分布的概念及性质，上

侧分位数的概念并会查表计算 

课堂讲授 

P137-138  习题 

5.2,5.4,5.6,5.7, 

5.10,5.12 

13,

14,

15 

第六部分 

参数估计 
7 

 重点：1 参数的点估计、估计量

与估计值 2.矩估计法（一阶矩、

二阶矩）和最大似然估计法 3.估

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最小方

差性）和一致性（相合性）的概

念，并会验证估计量的无偏性

4．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会求单

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置信

区间，会求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

差和方差比的置信区间 

难点：矩估计法（一阶矩、

二阶矩）和最大似然估计法；区

间估计的概念，会求单个正态总

体的均值和方差的置信区间，会

课堂讲授 

P164-167 习题 

6.2,6.4,6.10,6.12, 

6.13,6.15,6.16,6.20 



求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

比的置信区间 

16,

17,

18 

第 七 部 分

假设检验 
7 

  重点：1.理解显著性检验的基

本思想，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

骤，了解假设检验可能产生的两

类错误 2.掌握单个及两个正态总

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难点：单个及两个正态总体

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课堂讲授 

P186-190  习题 

7.3,7.5,7.8,7.13, 

7.18,7.19,7.20 

合计： 54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期末考试 闭卷；成绩百分制 70% 

期中考试 方式由任课教师安排 10% 

平时作业 方式由任课教师安排 20% 

大纲编写时间：2017 年 9月 11日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 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

（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